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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精神病性症状老年期抑郁症临床分析 

胡艳琼 ，肖世富 ，李冠军 ，周晓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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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 医学 · 

[摘要]目的：分析有精神病性症状老年期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特征。方法：将 109例老年期抑郁症首发患者根据是否存在精神 

病性症状分为有精神病性症状组(A组)15例和无精神病性症状组(B组)94例，并对临床资料进行 比较分析。结果：A组 自 

杀行为发生率为53．3％，显著高于 B组的24．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自杀行为的相对危险度为 3．53。妄想内容 

以罪恶妄想 40．0％、被害妄想 13．3％ 、疑病妄想 6．7％为多见，其 中伴有幻听 40．0％ ；A组联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为 20．0％， 

高于 B组的2．1％(P=0．018)。两组近期治疗效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首发老年期抑郁症是否伴有精神病 

性症状者，在自杀行为、治疗方法上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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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ith first onset depression with 

psychotic symptoms in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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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assess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first onset depression with psychotic symptoms． 

Methods：One hundred and nine elderly patients with first onset depression were divided into group A(with psychotic symptoms，n： 

15)and group B(without psychotic symptoms，n=94)，and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m．Results：The 

suicide rate in group A was 53．3％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B (24．5％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The suicidal behavior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delusion(RR=3．53)．The most common psychotic symptoms were 

delusions of guilty(40．0％)，persecution(13．3％)and hypochondriasis(6．7％)，and 40．0％ of the patients were accompanied with 

auditory hallucinations．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reatment with antipsychotics and antidepressa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18)．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in recent efficacy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Conclusions：Suicidal 

behavior is more common in elderly depression patients with psychotic symptoms，and antidepressants combined with antipsychotics 

should be applied to those with psychotic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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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老年期(或老年人)抑郁症，泛指存在于 

老年期(t>60岁)这一特定人群的抑郁症，包括老年 

期首次发病的原发性抑郁症、老年期复发性抑郁症 

(青年或成年期发病，老年期复发)以及见于老年期 

的各种继发性抑郁。严格而狭义的老年期抑郁症特 

指60岁以后首次发病的原发性抑郁，是老年期常见 

的精神障碍⋯，在临床表现、治疗和转归等方面均 

有其特点。国内对于有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症(妄 

想性抑郁症)的研究多为混合年龄组 ，对于老年期 

首次发作的患者研究报道少，本研究以符合中国精 

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版(CCMD一3)中有精神 

病性症状的抑郁症诊断标准，并且是老年期首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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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患者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首发老年期有精神 

病性症状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特征，以期为临床诊治 

提供借鉴。对多次住院者以最近 1次抑郁发作的临 

床相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 2000年 10月至 2007年 10月在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的首次发病老年期抑郁症 

109例患者。按照有无精神病性症状分为有精神病 

性症状的老年期抑郁症组(A组)和无精神病性症 

状的老年期抑郁症组 (B组)。人组和排除标准： 

(1)首次抑郁发作年龄t>60岁；(2)符合 CCMD．3心 

境障碍抑郁发作诊断标准；(3)排除双相障碍、继发 

性抑郁或抑郁状态和物质滥用等其他因素导致的抑 

郁障碍以及精神分裂症后抑郁等。 

1．2 方法 用自制的调查表回顾性收集病史资料 

(一般人口学资料、首次发病年龄、起病形式、病程、 

发病诱因、精神病家族史、合并躯体疾病情况、临床 



症状、自杀史、治疗服药情况和疗效等)并进行对比 

分析。调查表经核实整理统一编码后，，}=}_=I EpiDate 

3．0软件建立数据库录入。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检验、 格表确切慨率 

法和秩和检验。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A组 15例，男 5例，女 10例；年龄 

60～82岁。总病程 0．5～156个月。本次发作持续 

时间0．25～12个月。住院(76．3±29．9)天。初中 

以下文化9例，高中／中专3例，大专以上3例；已婚 

11例，离异 1例，丧偶3例；非独居 13例，独居2例。 

B组94例，男39例，女55例；年龄62～86岁。总病 

程0．5～204个月。本次发作持续时问0．25～36个 

月。住 院 (97．72±86．51)天。初 中 以下 文化 

46例，高中／中 27例，大专以上 2l例；已婚 66 

例，离异 1例，丧偶 27例；非独居 87例，独居 7例。 

两组患者在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是否独居等 

方面均具有可比性。 

2．2 家族 史 A组有精神疾病家族 史者 3例 

(20．0％)，B组有 25例(26．6％)，两绒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0．06，P>0．05)。 

2．3 发病诱因 A组 13例(86．7％)发病前有明 

显精神因素，B组有68例(72．3％)，两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0．74，P>0．05)。发病诱因前3位 

的是本人躯体疾病 5例(33．3％)、经济问题 5例 

(33．3％)、沮丧 2例(13．3％)、独居 1例(6．7％) 

2．4 并发躯体疾病情况 A组并发躯体疾病者 14 

例(93．3％)，B组 87例(92．6％)，两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0．18，P>0．05)。A组并发躯体疾病 

的 14例 中，高血压 7例 (46．7％)，糖尿病 2例 

(13．3％)，脑 梗 死 1例 (6．7％)，肿 瘤 2 例 

(13．3％)，冠心病 2例(13．3％)，甲状腺疾病 2例 

(13．3％)，视觉障碍2例(13．3％)。B组并发躯体 

疾病的87例中，高血 44例(46．8％)，糖尿病 11 

例(11．7％)，脑梗死 l0例 (10．6％)，肿瘤 8例 

(8．5％)，冠心病 4例(4．3％)，甲状腺疾病 10例 

(10．6％)，视觉障碍 14例(14．9％)。 

2．5 自杀率 A组有自杀行为者8例(53．3％)，B 

组有 23例(24．5％)，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3．97，P<0．05)；有精神病性症状相对无精神病性 

症状患者的自杀行为的相对危险度为3．53。 

2．6 临床特征 抑郁心境、激越、焦虑、自责自罪、 

迟滞、晨重晚轻、自杀观念、躯体症状、强迫症状、早 

醒、记忆减退及体重减轻方面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1)。A组患者的妄想类 

别以罪恶妄想最多6例(40％)，其次是被害妄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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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3．3％)，疑病妄想 1例(6．7％)，虚无妄想 1例 

(6．7％)，贫穷妄想 1例(6．7％)，其中伴幻听 6例 

(40％)。 

表 1 各项临床症状在 G两组发生情况比较 [n；发生率 

(％)] 

△不四格表确切概率法 

2．7 治疗 (1)联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A组 3例 

(20．0％)，B组2例(2．1％)，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8)；(2)使用两种以上抗抑郁药治疗：A 

组 8例(53．3％)，B组47例(50．0％)，两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0．06，P>0．05)；(3)联合改良电 

抽搐治疗(MECT)：A组 7例(46．7％)，B组 52例 

(55．3％)，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0．39，P> 

0．05)。 

2．8 疗效 出院时临床疗 效：A组痊愈 2例 

(13．3％)，显进 1 1例(73．3％)，进步 2例(13．3％)； 

B组 的临床疗 效痊愈 6例 (6．4％)，显进 70例 

(74．5％)，进步 16例(17．0％)，无效2例(2．1％)，两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0．06，P>0．05)。 

3 讨论 

本研究中，首发老年期抑郁症患者中 13．8％伴 

有精神病性症状，低于 国内外 文献 报道 的 

38．O％ ～45．0％。原因可能是本研究对象均为老年 

期首次发病的原发性抑郁症，而其他研究对象多为 

混合年龄组，或老年期首发抑郁症和老年期复发性 

抑郁症的混合组。本文 A组妄想内容以罪恶妄想 

最多，为6例，其次是被害妄想2例，疑病妄想 1例， 

与苏宝珍 报道相同。 

本研究结果中，A组 53．3％有 自杀行为，高于 

郑崇芬等 报道的抑郁症患者 自杀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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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51．1％。妄想症状是 多 素中与自杀行 

为最为柑关的 索 ，有精和ts病性症状的抑郁症患 

者存在 自杀的高风险 。本研究 A组出现 自杀行 

为的相对危险度是 B绀的3．53倍 ，说明老年期有精 

神病性症状的抑郁症患者具有更高的自杀Jxl险，提 

示这组患者存任的罪恶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与自杀 

行为的高发相关。Roose等 “ 报道妄想性抑郁症患 

者发生自杀行为是非安想性抑郁症的5倍以 J二，认 

为高自杀风险是妄想性抑郁症的特征，可能是抑郁 

自杀思维与妄想过程并存，导致自杀观念转变为自 

杀行为。 东波等 报道妄想性抑郁疗患者的自 

杀相对危险度是ql 妄想性抑郁症患者的3倍，夏友 

春等  ̈报道是 3．44倍 ，小研究结果上j后者相近。 

与非妄想性抑郁 比较，妄想件抑郁症往 需 

要联用抗精神病约物治疗方能取得 良好效果。。 。 

本研究亦表日』J A组更多联合抗精神病药物。本研 

究结果还提示，在住院期问A组中53．4％的患者用 

过2种以上抗抑郁药治疗 ，46．7％合并 MECT治疗， 

与 B组相比差 尢统计学意义、 宝珍 认为电 

休克治疗(ECT)的疗效要优于药物治疗 ，对 l7个旧 

顾性研究所做的荟筚分析发现，住 597例妄 性抑 

郁患者中，ECT的有效率为 82％ ，『 联合治疗的有 

效率为75％；同时址实， 药物治疗失败的患 l}J， 

ECT仍会取得较好效果。埘于接受 ECT治疗的老 

年期有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症患 ，维持 ECq、 

与抗抑郁药物联合治疗是明智的选择 

在药物治疗中有精神病性症状的患者 80．0％ 

选用选择性 5一羟色胺同吸收抑制剂(SSRls)治疗， 

无精神病性症状 患者 77．7％ 选用 SSRIs治疗。 

SSRIs是 目前治疗老年抑郁症的茸选药 。苏宝 

珍 调查显示，存在安想是治疗效果差、预后不佳 

的指征。老年期有精神病性症状抑郁疗患者比无精 

神病性症状者有较高的复发率和较短 的 作叫‘ 

间 。翟金同等 报道，老年抑郁 心 预后差 

者占32．8％。许开宁等 对老 抑郁 患者出院 

后 2年的结局进行随访评定，结果表叫，35．5％的患 

者预后较差，并发精神病性症状患者的治疗反应差， 

疗效也差，预后不好。本研究巾 2组近期疗效无统 

计学意义，远期疗效还仃待进 一步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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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l ，老年期首发的抑郁症患者中伴精神病性 

症状的患者比例较低，但具有较高的自杀行为风险， 

需要社会、家庭的支持，应引起精神科医护人员的高 

度重视 ，加强防范。由于本研究首发老年期有精神 

病性症状的抑郁症组样本量小，结果有待于临床大 

样本量研究的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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